
“惠农政策不明了，心里觉着不亮
堂 ； 办 事 程 序 不 清 楚 ， 老 是 跑 些 冤 枉
路。”这是过去甘肃省定西市内官营镇群
众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群众的意见。

群众有所呼，党委政府就要有所应。
内官营镇前段时间组织力量，精心编印了
1.35万本 《惠农政策选编》 小册子，囊括
了农村低保、城乡医疗救助、农资综合补
贴、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等 33 项与群众
密切相关的惠农政策和 22 项办事指南，
办事指南全部以流程图的形式呈现。这本
小册子仅有巴掌大小，便于干部群众随身
携带翻阅，基本覆盖到了每家每户，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掌中宝”。

“拿了这个‘掌中宝’，政策信息全明
了；有了疑问看一看，按照程序快点办，
一阵儿就能全办完。”内官营镇锦屏村村
民鲍全海拿着 《惠农政策选编》，一边翻
看，一边还给记者念起了顺口溜。

鲍全海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主要
靠种植 4 亩蔬菜和妻子做环卫工维持生
计，难以支付 3 个读大学孩子的花销，幸
好村干部联系镇政府和相关部门帮助他家
享受上了农村低保，让他们一家人得以维
持生计。

不巧的是，2014 年年底，鲍全海的
妻子杨凤梅在清扫街道时，被一辆面包车
撞伤，造成右腿严重骨折。因妻子住院，

鲍全海年逾古稀的老母亲无人照看，造成
一氧化碳中毒后不幸身亡。生活的拮据，
经济的压力，妻子的受伤，失去母亲的悲
伤，一连串的打击让鲍全海的人生跌到了
低谷。

正当鲍全海悲伤痛苦之时，村干部郑
勇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拿着这本小册子
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国家申请临时救助的政
策以及申请程序和办法。按照册子的指
引，鲍全海花了不到半天时间就顺利办理
了申请临时救助的全部手续。

“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好多针对咱农村
农民的优惠政策，都怪咱平时不留意不关
心，好多政策都不知道，要不是镇村干部

给我送来这本小册子，我还真不知道像我
家这种情况，还能申请临时救助。”鲍全
海逢人就说，“老婆住院治病的花销除了
合作医疗报销外，我还能向民政部门申请
大病救助和临时救助解决困难。现在，政
府就是我家的靠山，干部就是我的亲人，
他们帮助我重新树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
气。”

群众有所盼，干部就要有所办。“我
们当初编印这个小册子，就是考虑到广大
农民群众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率有所欠缺，
对一些办事流程不熟悉，群众心里有疙
瘩。这次开展农村冬季‘三讲三送’活
动，就是要把政策给他们讲清楚，把问题
给 他 们 说 明 白 ， 还 老 百 姓 一 个 ‘ 心 里
亮’。”内官营镇党委副书记袁河说。

“现在方便多了，当我们对一些惠农
政策、办事程序等有啥不懂的地方，顺手
翻开一看，就一清二楚了，再加上村里天
天有干部值班，有些手续还可以让干部给
代办，我们就更不用多操心了。”鲍全海
和乡亲们都觉得这项便民措施送得太及
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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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掌中宝” 生活“亮堂”了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曹应森

清明将至,各地陆续迎来祭扫高峰。
近年来，各地节地安葬方式得到政府资金
补贴，文明祭扫、生态安葬逐渐在社会上
形成共识。不过，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近
日发布的 《殡葬绿皮书：中国殡葬事业发
展报告 （2014-2015） 》 指出，在进一
步深化殡葬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仍然需要
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制定全面系统的殡
葬事业生态发展规划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不立墓碑、不留坟头，将离去亲人的
骨灰放入挖好的树坑，植上一棵树，“以
树代墓”，亲人在扫墓时为树木浇水、培
土以寄托哀思。3月 28日上午，郑州市上
百名市民，手捧鲜花和亲人的骨灰盒，佩
戴着黄丝带，参加了郑州市第八次集体

“树葬”。他们让亲人的骨灰回归大地，与
绿树相伴。

安栖树林间，长眠花丛里，融入江水
中⋯⋯节地生态葬，被认为是实现殡葬事

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生态发展的重要
举措。民政部提出，争取到 2020 年，骨
灰存放、树葬、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达到 40%以上，公墓墓位超标硬化现象
得到遏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在深化殡葬改
革中，加强对火葬区节地生态处理骨灰、
土葬改革区规范集约安葬遗体以及实行生
态安葬奖补等激励政策情况的量化考核，
积极探索节地生态安葬的激励引导机制。
黑龙江、浙江、安徽等地部分市县出台了
对选择树葬、花葬、骨灰深埋等节地生态
葬式的奖补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近日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一方面，多数
市区消费者认为公墓消费过高；另一方
面，生态节地葬受到冷落。

北京工业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研
究所王国华教授认为，在自然死亡率相对

稳定的条件下，人口基数增大会引起城市
人口自然死亡数量的增加，导致部分城市
因制定限制殡葬用地的政策而出现墓地紧
缺，加上部分城市对于公共资源过度商业
化开发，引发对殡葬行业的种种诟病，如
殡葬垄断、殡葬暴利、“死不起”等问题。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今年清明节前，
全国各地普遍组织开展了以“文明祭扫、
生态安葬”为主题的公益祭奠活动。不
过，虽然消费者对“生态葬”普遍了解认
可，但生态葬进一步的推广仍有不少困
难。究其原因，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研究
员曾寒柳认为，传统的“入土为安”丧葬
观念和“孝”文化的影响依然较深，且生
态节地葬实行不长，环境、服务和配套设
施还不尽完善。

节地生态葬应如何进一步推广？北京
殡葬协会副会长裴春悦指出，节地生态葬
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节地，二是生态。

节地生态不仅体现在安葬设施的节地、公
墓环境的绿色生态，还应延伸为对于整体
环境的再开发、再塑造，以及公墓生命教
育、文化传承功能的拓展。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所长李伯森认
为，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受政
府财力限制，对殡葬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缺
乏规划、投入不足，殡葬服务设施陈旧、
设备落后，公益性安葬设施匮乏，无法有
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殡葬诉求。改变这
一状况，国家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同
时积极探索多元的投融资机制。

王国华表示，应从创新殡葬模式、转
变殡葬观念的角度入手，从建设全新的现
代城市公墓体系出发，将传统的墓碑安葬
模式创新为“人文纪念公园模式”。由人
文纪念公园的管理者提供最具人文情怀的
现代葬礼仪式，使得逝者得到最大化的尊
重与祭奠。

在郑州市经二路和红旗路的交叉路
口，与河南省人才市场隔路相望的地方，
有一个自发形成的街头劳务市场。3 月 27
日，记者来到这里发现，对面的人才市场
大门紧闭、冷冷清清，而街头劳务市场的
墙上却密密麻麻地悬挂着写满各种各样招
聘信息的小纸牌。不少中介热情招徕着过
往的路人，三三两两的求职者认真浏览着
纸牌上的各类信息。

记者刚一走近，就有不少中介马上凑
过来：“是来找工作的吗？俺是中介公司
的，不需要交中介费，就能为你提供最全
面的信息，帮你找到理想的工作。”听上
去似乎蛮有诱惑力。

前来街头劳务市场求职的某大学应届
毕业生小刘告诉记者，他学习的是机械制
造专业，由于近期的招聘会相对往年有所
减少，为了解更多信息，尽快实现就业，
他决定到这里来碰碰运气。当记者问及在
这样非正规的街头劳务市场找工作，如何
鉴别真假招聘信息、自身的就业安全如何
保障时，小刘笑着说：“都已经是成年人
了，我相信自己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的。”

果真如此吗？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
站街求职者向记者透露，自己曾经就受
过街头劳务市场的骗。当时，他从老家
大专毕业后来郑州找工作，刚走进这个
街头劳务市场，便有一名中介人员主动
找到他，说可以提供某大型企业的正式
工岗位，月薪达 4000 元至 5000 元，只
需向该企业缴纳一定的保证金立马就可
上班。

他说，当时自己很心动，立刻交了保
证金就跟着这位中介走进了其所说的“大
型企业”。他干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那家
企业只是中介口中“大型企业”的一家服
务外包工厂，干的也不是什么正式岗位，

“与当初承诺的完全是两码事。”当他要求
退还保证金时，企业却以“主动离职”为
由拒绝退钱，他只能自认倒霉。

记者以企业招聘负责人的身份向街头
劳务市场的刘姓负责人咨询招聘流程。该
负责人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负责的摊位发
布招聘信息。“来俺这里咨询的人特别
多。”刘某翻开手上的笔记本，向记者展
示了上面登记的求职者信息。

他还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发布招聘

信息，一块纸牌一天的费用只需要 50
元，就算专门设置招聘摊位，一天也只需
100 多元。如果到对面的人才市场里去招
聘的话，则需要 300 多元，而且“只给发
布 3个小时”。

记者连续走访了几个招聘摊位发现，
来街头劳务市场应聘者并不需要支付中介
费用，街头劳务市场的摊主只向招聘单位
收取信息发布费。而一路走下来，没有一
个招聘摊位要求记者提供公司相关资料，
更没有一个摊位向记者提出要与应聘者签
订相关劳动合同。可见，街头劳务市场对
企业提供的招聘信息根本不把关。

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街头劳务市场
悬挂的招聘信息广告牌至少有 100 多块，
按一块 50 元计算，这个街头劳务市场一
天的收入至少在 5000元以上。

据了解，针对街头劳务市场站街招聘
的现象，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曾经多
次发出警示，提醒求职者，马路上的非法
劳务市场属违规存在，其目的就是为了谋
取利益，不仅求职人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
到保障，而且用人单位也很难招到真正需
要的人才。

招聘信息真假难辨、合法权益难以确定——

“ 野 ”招 聘 隐 患 多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重要的是教育和引导孩子

张蔚蓝

近期媒体报道了一些因

家庭教育“误入歧途”而导

致的惨痛事件，不论是唯我

独尊绝不接受父母生二胎的

孩子，还是把年迈的父母当

成负担而动辄恶语相向甚至

拳打脚踢的成年人，他们的

所作所为说明，在我们的家

庭教育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引起社会的注意。

首先，要教会孩子分享

与合作。社会是一个有机结

合的整体，人们在其中分工

协作，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包括自

己在内的每个人的生活。要

教育孩子，现代社会单打独

斗是行不通的，一个人的力

量总不及多个人的力量大，

人人都必须有合作精神，懂

得包容与退让，发挥团队的

力量去获得更大的进步。

其次，要培养孩子的独

立精神。独立精神是一个人

能够在社会中立足的基础。

家长应当注意，不要包办孩

子的一切，要放手让孩子做

力所能及的事，同时训练孩

子的判断是非能力、独立思

考能力，使孩子遇事有主

见，能够不依赖他人独立处

理问题。这样，孩子才能具

备积极主动完成各项实际工

作的心理品质，才会勇敢、

自信、认真、专注、有责任

感且不怕困难。

还 要 注 意 给 孩 子 一 些

“苦难教育”。缺乏苦难体验

的孩子，太过一帆风顺，对

人生的期望值就会很高，面

对逆境时就容易缺少坚持与

坚忍。在假期里，不要只是

带着孩子出去旅行，应该带

孩子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慈善活动，例如到养老院或

福利院进行志愿服务，让他

们了解社会上有许多人需要帮助，培养他们的

爱心与耐心，教会他们心系他人；带他们为贫

困地区的人们送去帮助，同时体验一下那里的

生活，让他们在对比中懂得爱惜、节俭、不挥

霍等。

孩子身上所表现出的一切，都是教育的折

射。调整孩子的行为，引导孩子的发展方向，

家长还需从检视自身的价值观、人生理念乃至

教育方式着手。

民警向学生传授遇险处置技能。

民警讲解安全避险常识。

民警组织小学生开展逃生演练。

湖北省保康县公安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学

校，向学生传授逃生技能、遇险处置等安全防范

知识。

每年 3 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我国中小学生

“安全教育日”。按照相关规定，所有中小学校都

要于当日开展一次安全教育活动。

欧阳智慧摄

安全教育进校园
政府部门不能光想着如何取缔街

头市场，而应好好想想为什么街头劳

务市场有市场、有需求。只有解决了

这些问题，将行政事业单位推向市

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人

才市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让市场

的供求关系起主导作用，用全方位的

信息和高效的服务，才能将街头求职

人员吸引到正规的人才市场中来。做

到了这一步，政府部门需加强监督管

理和政策性指导，集中力量对人才市

场有针对性地进行有效管控。

【采访手记】

临近毕业季，正是各大中

专院校毕业生谋职就业、各用

人单位引才招贤的高峰期。在

郑州市的河南人才市场附近，

却有一个自发形成的街头劳务

市场。据了解，当地有关部门

虽多次要求取缔这个非法劳务

市场，但一直未果。记者走访

发现，该市场里的“野”招聘

还异常红火。其原因何在？

郑州的一处街头劳务市场，贴满招聘小广

告，吸引了不少求职者。

本报记者 夏先清摄


